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歐洲聯盟及法國競爭法之比較法研究 219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

―歐洲聯盟及法國競爭法之比較法研究

許曉芬
*

摘要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之
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

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

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在判斷聯

合行為時，是否需「市場界定」並分析該市場中供需如何受到何種程度影響，

就成為必須探討的課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聯合行為的市場界定上，大多

以特定行業作為市場界定的指導原則，較少像獨占事業認定時的分析一樣，就

系爭產品之替代產品或潛在供給之可能產品進行分析，或是即使分析亦較為簡

易。歐盟執委會近幾年對於所謂核心卡特爾之聯合行為採取雷厲風行之手段並

祭出高額罰鍰。此類行為由於本質上存有明顯限制競爭效果，一旦發生即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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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TFEU Art. 101(1) 之目的性限制競爭，而無須證明該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效
果。但歐洲法院卻在判決累積過程中，時有不同見解或更細緻之分析。

本文將就歐盟及法國相關規範與實務操作，特別是針對近年來較受爭議之

目的性限制競爭協議，進一步分析歐盟執委會、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及法國實務對於是否需要市場界定及分析之不同立場，並比較
過去幾年見解的更迭遞嬗，爬梳與釐清聯合行為之概念，以期提供我國未來修

法或實務上認事用法的參考依據。

一、前言

歐盟競爭法之架構係由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相關的歐盟規則(Regulation)及大量解釋歐盟執委
會(European Commission)政策與解釋實體法之注意事項(Notice)與處理原則
(Guideline)1

所建構而成。在維護歐盟內部市場之整合自由流通之前提下，用以

規範包括事業間之聯合行為、濫用市場優勢地位(Abuse of a dominant position)2
、

國家補助(State Aid)3
及合併(Merge Control)4

等議題。

其中TFEU Art. 101(1)條禁止事業或事業團體間，透過足以影響歐盟會員國
間交易，且以妨礙、限制或扭曲歐盟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effect)或目的(object)
之決議、協議或一致性行為。此類限制競爭協議之管制，係歐盟競爭法與競

1 此類通告(Communication)、處理原則或注意事項(notice)為所謂的非典型法規
(atypical acts)，由於不屬於TFEU第288條所規定，依據歐盟條約授權及程序所通過
的法律，故不具強制拘束力。但由於此類非典型法規，特別是歐盟最高行政機構
執委會為了提高立法彈性及行政效率所通過之非法律文件，如通訊或是通報，由
於清楚表達其意見或立場，仍有普遍適用性及其重要性。相關歐盟派生法律與非
典型法律之討論，可見洪德欽，「歐盟法的淵源」，歐盟法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
展，頁1-56。

2 主要規範為Art 102 of the TFEU，另外輔以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773/2004 of 7 April 2004 
relating to the conduct of proceedings by the Commission pursuant to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EC Treaty及其他相關之指引與注意事項。

3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EU Competition Law—Rules Applicable to State Aid 
(Situation as at 15 April 2014).歐盟執委會將針對單一行為之相關法規命令等蒐集成
冊，並定期更新。甚值參考。

4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EU Competition Law—Rules Applicable to Merger 
Control (Situation as at 1st Jul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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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政策中，極為關鍵的一環。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協議並非皆滿足TFEU Art. 
101(1)而為禁止之客體，例如部分水平協議具有可以分擔風險、節省成本、增
進投資及凝聚知識，促進產能及品質等優點，因而可能帶來重大的經濟利益。

但若是水平協議涉及約定價格或區分市場等行為，則會對歐盟整體經濟及內部

市場有嚴重負面影響，因此執委會近幾年紛紛對於這類聯合行為採取雷厲風行

之手段並祭出高額罰鍰。只要是此類所謂核心卡特爾之聯合行為或稱惡性卡特

爾(hard-core restriction)，由於本質上存有明顯限制競爭效果，一旦發生即視為
落入TFEU Art. 101(1)之目的性限制競爭(restriction on completion “by object”)，
則無須證明該行為是否有限制競爭效果

5
，且幾乎無法適用TFEU Art. 101(3)之

例外。由於若是認定一行為為目的性限制競爭，將大幅減少執委會的舉證、

調查及經濟分析之負擔，執委會近年來已從過去多數以效果判斷為本(effects-
based approach)之檢驗方式，越來越常使用以目的判斷為主之認定。

然而，執委會對於目的性限制競爭判斷標準之指引或注意事項，卻缺乏明

確與更細緻的解釋，也未就其意涵及到底如何判斷其為「目的性限制競爭」

進行解釋。單純以部分協議「其本質」(by their very nature)就是目的性限制競
爭，並且認為該行為一定會造成競爭上之負面影響

6
，如此假設，不論是從規

範或是論理層面，都略嫌欠缺。也因此歐洲法院近幾年對於目的性限制競爭的

討論相當豐富，特別是針對是否需要判斷對相關市場競爭之影響，更是逐漸透

過判決之累積，勾勒出目的性限制競爭之模樣，儘管判決間有時會有立場更迭

或自相矛盾之處，但仍不失其重要性。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係
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

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

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是故，

5 See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7.4.2004), OJ 
C101/97 para. 20-23;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14.1.2011) 
2011/C 11/01.

6 例如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21 
: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by object are those that by their very nature have the 
potential of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This presumption is based on the serious nature 
of the restriction and on experience showing that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by object are 
likely to produc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market and to jeopardise the objectives pursued 
by the Community competition rules.” 可清楚看見執委會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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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於聯合行為之定義限指具水平競爭關係之事業間所為之限制競爭合意，

和TFEU Art. 101(1)及法國商法典第L420-1採水平聯合及垂直聯合7
並行之規範

方式有所不同
8
。為避免討論之誤解與差異，本文在討論歐盟及法國限制競爭

相關規定時，將專注於水平聯合態樣。

由於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但復
又規定聯合行為必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在判斷

聯合行為時，是否需「市場界定」並分析該市場中供需如何受到何種程度影

響，就成為必須探討的課題。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聯合行為的市場界定上，

大多以特定行業作為市場界定的指導原則，較少像獨占事業認定時的分析一

樣，就系爭產品之替代產品或潛在供給之可能產品進行分析
9
，或是即使分析

亦較為簡略
10
。

本文將就歐盟及法國相關規範與實務操作，特別是針對近年來較受爭議之

目的性限制競爭協議，進一步分析歐盟執委會、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及法國實務對於是否需要市場界定及分析之不同立場，並比較
過去幾年見解的更迭遞嬗，爬梳與釐清聯合行為之概念，以期提供我國未來修

法或實務上認事用法的參考依據。

7 垂直聯合係指事業與非屬同一產銷階段之上下游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議限制彼此間之競爭。歐盟關於垂直聯合之特別規定，可參見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330/2010 of 20 April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及 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 on Vertical Restraints 
,19.05.2010, OJ 2010/C 130/01。

8 本法於民國80年1月18日制定時之立法理由書，關於第7條稱：「按所謂聯合，在學
理上可分「水平聯合」與「垂直聯合」兩種，目前各國趨勢，對於垂直聯合係採
放寬之立法，本法初創，亦不宜過於嚴苛，除第18條（又稱轉售價格維持契約之禁
止）係就垂直聯合為規範外，本條則僅就「水平聯合」加以規定。」

9 莊春發，聯合行為相關問題研究—行為主體、意思聯絡、市場範圍之界定，競爭
政策研究，第七卷第三期，2003.05，頁3-27。

10 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2011年公處字第100220號連鎖便利咖啡案。在該案中，公平
交易委員會僅以便利商店因具有提供多元化商品及服霧、密度普及、全日營業、
可及性高等特點，認為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和連鎖咖啡店或餐飲業現煮咖啡
間，不具有高度可替代性，因而界定「連鎖便利商店現煮咖啡」市場，並以便利
商店設置地點遍及全國，故以全國為該案地理市場。但其後最高行政法院以103年
判字第195號判決撤銷公平會處罰，其中即認為公平會就聯合行為的特定市場附有
說明義務，並認為公平會就「需求替代性」、「供給替代性及潛在競爭因素」與
「商品價格調漲後對消費者及供給者之影響」幾點皆未有說明或認定不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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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下主要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將先行探討在歐盟與法國規範下聯

合行為的要件與例外，並且釐清相關市場界定之爭議。第二部分則是在肯定不

論是目的性或效果性限制競爭協議皆須進行市場界定之前提下，進一步針對目

的性限制競爭協議分析其市場效果判斷。此外，由於不論歐盟或法國皆承認微

量原則(De minimis rule, Agreement of minor importance)，針對事業間就競爭不
具可察覺影響(non-appreciable effects)之協議行為，提供一豁免可能的安全港。
本文將針對目的性限制競爭與微量原則間之密切關係進行討論。

二、聯合行為與市場界定

(一) 聯合行為之要件與例外
TFEU Art. 101(1)禁止事業間透過協議、事業團體決議與一致性行為，以

妨礙、限制或扭曲歐盟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而影響歐盟會員國間交

易。此等禁止包括(1)直接或間接決定交易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2)限制或控
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3)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4)對交易相對人
為差別待遇，致其受到競爭上之不利益；(5)以交易相對人接受附帶義務作為締
約條件，而該附帶義務就性質或商業習慣而言，均與該契約無涉

11
。TFEU Art. 

101(2)復規定，依同條第1項認定應予禁止之任何協議或決定應屬無效。
法國聯合行為規範則主要訂定在商事法典(Code de commerce)中，第

L.420-1條規定：「事業不論直接或間接透過集團所為之一致性行為、協議、
明示或默示之合意，以阻礙、限制或扭曲競爭為目的或有可能生此效果者，應

禁止之。特別是以下行為：1. 限制他事業進入市場或自由競爭；2. 限制市場自
由定價而刻意干涉其價格高低；3. 限制或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投資; 
4.分配市場或資源供給」12

。第L.420-3條則與歐盟相同：「第L.420-1條、第 
L.420-2條、第L.420-2-1條禁止之合意、協議或約款，無效」。
11 此翻譯參照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歐盟運作條約第101條之翻譯，並斟酌修改之。
12 Art. L.420-1 Code de commerce: “Sont prohibées même par l'intermédiaire direct ou 

indirect d'une société du groupe implantée hors de France, lorsqu'elles ont pour objet ou 
peuvent avoir pour effet d'empêcher, de restreindre ou de fausser le jeu de la concurrence 
sur un marché, les actions concertées, conventions, ententes expresses ou tacites ou 
coalitions, notamment lorsqu'elles tendent à :1˚ Limiter l'accès au marché ou le libre 
exercice de la concurrence par d'autres entreprises ; 2˚ Faire obstacle à la fixation des 
prix par le libre jeu du marché en favorisant artificiellement leur hausse ou leur baisse 
;3˚ Limiter ou contrôler la production, les débouchés, les investissements ou le progrès 
technique ;4˚ Répartir les marchés ou les sources d'approvisionnement”. 作者自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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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歐盟或是法國，皆基於整體經濟利益的考量，設有例外豁免規定。根

據歐盟競爭法規則(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 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 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第1條第1項規定，若一行為滿足EC Treaty 81(1)(TFEU Art. 101(1))且不
滿足EC Treaty 81(3)(TFEU Art. 101(3))者，應禁止之。是故，判斷是否違反聯
合行為之規定應包含兩步驟。首先，需判斷事業間之協議、決議或一致性行為

是否影響會員國間之貿易，且有限制競爭之目的或實際與潛在之影響。只有

當該行為滿足此一要件，進而被認為具備限制競爭之特性後，始考量該行為

是否在EC Treaty 81(3)(TFEU Art. 101(3))的架構下，促進整體競爭之利益(pro-
competitive effects)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anti-competitive effects)13

。

因此本文以下將就此二步驟進行分析
14
。由於本文重點在於聯合行為對於

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之認定，因此關於聯合行為合意、合意推定與寬恕政策等

將不多說明。

1. 要件
TFEU第101條之目的在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促進消費者利益及確保有效

資源分配
15
。因此若事業在面對另一事業時，採取特定行為排除或試圖減少競

爭造成之不確定性，將可能有礙於開放市場之資源自由分配及整體經濟發展，

並損害消費者利益。

事業間的聯合行為，在於二以上之當事人，透過協議，約束或改變至少

其中一方之行為。而該協議，不論明示或默示，只要基於特定時間點存在

共同意欲達成之目標
16
，並具有對競爭市場可察覺之影響(appreciable adverse 

impact)17
，即為TFEU Art. 101禁止之限制競爭協議。因此，認為一行為違反

TFEU Art. 101之具體要件，可歸納為下列3者：首先，必須要有某種形式之合
意。其次，基於該合意之聯合行為需影響歐盟會員國間之貿易。最後，必須具

13 See Joint Cases C-501/06 P and others, GlaxoSmithKline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6 October 2009, para.95.

14 關於TFEU 第101條第1項的說明，另可參考謝國廉，歐盟競爭法之架構與範圍：以
反競爭協議與濫用獨佔地位之規範為中心，收錄於洪德欽、陳淳文主編，歐盟法
之基礎原則與實務發展（下）頁1-39；林宜男，歐盟競爭法攸關卡特爾議題之研
析，收錄於同前書，頁41-87。

15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13.
16 See Joint Cases C-2/01 and C-3/01, Bundesverband der Arzneimittel-Importeure eV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6 January 2004, para. 102.
17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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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以限制競爭為目的，抑或可能或實際產生限制競爭之效果。

評量某一行為是否構成違反TFEU第101條，必須考慮該行為如何影響或可
能影響市場競爭程度

18
。此處需留意者，在於TFEU第101條將行為區分為目的

性與效果性限制競爭(restriction on completion “by effect”)。根據執委會觀點，一
旦認定協議之目的為限制競爭，則無需考慮是否確實造成任何市場上限制競爭

的效果(actual effect on the market)19
。換言之，只要本質上有可能對競爭造成負

面影響者皆可適用
20
，特別如約定價格、區分市場、減少產能或是聯合漲價等

行為，違背一貫追求之競爭法精神，即可視為其確實影響市場競爭而禁止之。

至於如何判斷一行為是否為「目的性限制競爭」，執委會認為必須考量多

方因素。包括協議內容、協議目的、該協議產生之背景以及相關事業在市場上

實際的行為
21
。意即除了客觀檢視條款字裡行間之意義外，個案所處之特別時

空也必須納入考量。即使協議條款並未有造成限制競爭的文字，但若實際上執

行會顯露此等目的，亦是所禁止的範圍。而若是一協議屬於執委會針對不同契

約型態，訂定聯合行為例外之集體豁免清單(Block Exemption)中之黑名單(black 
listed clauses)或核心卡特爾22

，通常會被執委會認為是目的性限制競爭協議。

若一行為並非「目的性限制競爭」，則必須檢驗其是否產生限制競爭之效

果，而非透過其目的假設效果。換句話說，若一行為係「效果性限制競爭」，

則必須證明其確實或很有可能影響相關市場競爭，並對市場之價格、產能、創

新、種類或是品質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23
。

根據歐盟競爭法規則，當事業間進行聯合行為時，會員國得依據各自之競

爭法行使管轄權，但內國競爭法不得牴觸歐盟競爭法，此謂歐盟競爭法優於

會員國競爭法
24
。因此法國在聯合行為的要件上，和歐盟幾乎如出一轍。同樣

18 ibid para.18.
19 Supra note 6.
20 但歐洲法院近年來的觀點並非如此直觀式判斷。關於歐洲法院對於「目的性限制
競爭」更進一步之見解請參考本文後二、(二)、1與三、(一)、2之說明。

21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22.
22 例如Art.5 of the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17/2010 of 14 December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或 Art 4. of the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18/2010 of 14 December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ertain 
categories of specialization agreements.

23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24.
24 Art. 3 of the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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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有基於合意之一致性行為或協議等，此項合意所呈現型態與方式並不重

要，只要相關事業係基於自由意志且意思表示合致即可。因此，若一事業向另

一事業提議簽訂具有限制競爭意涵之協議，合意須待另一方同意始發生。反

之，若僅是文件尚未簽署而行為已至，則應認為已具備合意。法國商業法典第 
L.420-1條並未特別區分事業與事業團體之協議或決定，而是認為只要法律與經
濟上獨立之個體

25
，包括公司、工會、職業團體所為之行為，皆有直接適用餘

地。此外法國實務傳統上對於「目的性限制競爭」與「效果性限制競爭」是否

需要呈現具體影響結果的解釋也和執委會相近。

2. 例外
如同前述，TFEU Art. 101(3)規定設定了TFEU Art. 101(1)之例外，規定任

何事業間之協議或同類型之協議，任何事業公會決定或同類型之決定，或任何

聯合行為或同類型之聯合行為，有助於改善商品製造或配銷，或提升技術或

經濟進步，並確保消費者得合理分配其利益，而無「對相關事業課予不必要

之限制」或「使相關企業就系爭商品之重要部分排除競爭」之情形，得不適用

TFEU Art. 101(1)。此外執委會亦得針對不同契約型態，以規則訂定例外豁免清
單，使得定協議、決定或一致性行為不適用TFEU Art. 101(1)，相對於前者之個
別除外(individual exemption)，此為前文所稱之集體豁免清單26

。

根據執委會及歐洲法院對於TFEU Art. 101(3)，要成為聯合行為之例外，必
須滿足4項要件。此4項要件為併合(cumulative)且列舉(exhaustive)27

，若任何一

要件未達成，即不得成為例外。

在評估是否滿足例外要件之前，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TFEU Art. 101(3)
必須考慮系爭協議相關市場之界定。無論是效率提升或是消費者分享利益之考

量，皆須於同一相關市場進行評估，始得滿足保護競爭秩序之基本目的。

25 Pierre Arhel, Entente, Répertoire de droit commercial, Dalloz, janvier 2015, n°9.
26 See Supra note 20之規則，或例如 Commission Regulation 330/2010/EU of 20 

April 2010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categories of vertical agreements and concerted practice; Commission 
Regulation 772/2004/EU of 27 April 2004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01(3) of the 
Treaty to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greements.

27 See T 185/00 and others, Métropole télévision SA, para 86 : « Since the Commission's 
decision to grant individual exemption assumes that the agreement or the decis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undertakings satisfies all four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Article 81(3) 
EC and that an exemption must be refused if any of the four conditions is not met »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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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豁免例外的4項要件分別為：
第一，效率提升。若一聯合行為能從客觀上判定其所帶來之利益及對經濟

上之貢獻
28
，評估其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則可認為滿足此一

要件，例如得以降低產銷成本或提高產品品質之協議。

第二，消費者得分享利益。此處所謂之消費者，凡具有商品交易關係之直

接或間接交易相對人均屬之。至於所謂的合理分配(fair share)則是指對於限制
競爭所帶來或可能帶來之不利益，消費者須能得到某種程度之補償。此處判斷

基準並非指個別消費者，而是在相關市場中之消費者所受到的整體影響。例如

若是限制競爭之結果會帶來價格增加，則消費者必須從品質提升或其他利益中

獲得補償，而可能受到的限制越大，需要獲得的補償尺度就越大
29
。

第三、限制競爭有其必要性。其考量在於透過限制競爭協議，是否可以讓

系爭活動更有效率，而優於未有該協議之時
30
。因此必須考慮是否沒有其他經

濟上可行且具更低限制性之方式，來完成預期達成之目標。此外，亦須考慮該

協議可能帶來之最小有效規模，也就是長期中平均成本處於或接近其最小值的

最小規模，用以衡量該限制是否具有必要性。

第四、不得排除競爭。若是一行為以滿足前三要件，但若允許豁免會使市

場其他競爭者因而消滅，則仍不允許其例外。因此分析即為必須，包括參與者

之市場占有率、限制競爭行為之強度及所帶來的影響等
31
。

儘管TFEU Art. 101(3)並未按照「目的性限制競爭」或「效果性限制競爭」
有不同適用

32
，但事實上「目的性限制競爭」很少有機會適用此一豁免例外。除

了因為執委會對前述4項要件設立了嚴格檢視標準外，實務對於「目的性限制競
爭」，特別是核心卡特爾，本質上嚴重影響競爭之假設過於強烈

33
，並且亦無

針對此類協議的集體豁免清單。此外在TFEU Art. 101(3)的檢視下，對市場競爭

28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49-50.
29 ibid, para.90.
30 ibid, para.74.
31 ibid, para.108.
32 ibid, para.108, “Article 81(3) applies to all agreements that fulfil the four conditions 

contained therein”.
33 Ibid, para.46: “ Article 81(3) does not exclude a priori certain types of agreements from 

its scope.[⋯] However, severe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are unlikely to fulfil the 
conditions of Article 81(3). Such restrictions are usually black-listed in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s or identified as hardcore restrictions in Commission guidelines and notice.”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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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之不利益越強烈，對整體經濟所帶來的利益也必須越強，因此有學者批

評，TFEU Art. 101(3)根本難以適用34
。再者，執委會過於著重於消費者利益考

量，也使得歐洲法院不得不強調，TFEU第101條不僅是保護競爭者與消費者利
益，不能只著眼於眼前之利益，更需要從整體市場結構與競爭出發考量

35
。

法國受到歐盟影響，同時具備個別除外以及集體豁免
36
。其商事法典第

L.420-4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情形時，第L.420-1條之規定不適用之：1. 基於
適用法規命令而為之行為；2.經事業證明其目的為保障經濟利益，例如創造或
維持工作機會，且確保消費者得公平享受利益，而無使相關企業就系爭商品重

要部分排除競爭之行為。針對使用同一商標或標誌之農業產品或源自於農業場

品產品之事業，為達到促進經濟利益之目的，必要時，在對相關事業未課予不

必要限制之前提下，得共同組織其產量、品質、及商業政策，亦可針對賣出價

格進行協商」。復於第L.420-4條第2項規定：「部分種類協議或部分協議，特
別是為了改善中小企業之管理，經競爭主管機關同意後，得以行政命令方式另

行規範，視為滿足此要件」。儘管第L420-4條第1項第2款與歐盟規定類似，但
目前在法國實際上適用之情形少之又少

37
。

(二) 相關市場界定之爭議
界定相關市場的目的在於判斷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之影響。事業是否具有顯

著市場力量或是系爭行為是否在相關市場造成限制競爭之效果及減損市場競爭

程度，皆與相關市場之界定有密切關係。

如同前述，特別是在目的性限制競爭的情形下，若已經認定其行為「目

的」在於限制競爭，是否因為無需判斷市場效果，而不須界定相關市場？然

而，若不界定市場，是否有違競爭法維護市場競爭之主旨？在回答此一問題之

前，本文以透過歐洲法院的兩則案例，分析是否在市場界定之議題上，對目的

性與效果性限制競爭協議有不同對待。

1. 執委會觀點
執委會在其限制競爭例外處理原則(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34 Alison Jones, Left Behind by Modernisation? Restrictions by Object Under Article 
101(1),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Vol. 649, 2010, p. 669.

35 Joint Cases C-501/06P and others, GlaxoSmithKline Service Unlimited v. Commission, 6 
October 2009, para. 61. See also C-8/08, T-Mobile Netherlands BV v. Raad van beestuur 
van de Nederlandse Mededingingsautoriteitm, 5 June 2009, para 38.

36 Louis Vogel, French Competition Law, LawLex, 2012.
37 Pierre Arhel, Entente, Répertoire de droit commercial, Dalloz, janvier 2015, n°50.



聯合行為之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歐洲聯盟及法國競爭法之比較法研究 229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中指出，若一行為並非目的性限制競爭，則
必須檢視其是否會對競爭造成限制之效果。若其限制競爭之效果並不顯著，則

不能認為其違反TFEU Art. 101(1)。也就是說，TFEU Art. 101(1)必須建立在相
關市場分析之基礎上，評估一協議是否對於市場具有限制競爭之效果

38
。而為

了評估一協議是否具有限制性之效果，則必須先行界定相關市場
39
，並進一步

檢視商品之本質，雙方、競爭者及買方之市場地位，潛在競爭者及進入障礙。

此等對於相關市場競爭之負面影響，在於系爭事業具有一定市場支配力，而該

行為會創造、維持、強化或使其得以利用渠等市場支配力
40
。是故，針對「效

果性限制競爭」行為市場界定是必要的。

反之，若一行為一開始即被定義為目的性限制競爭，則無需考量具體效

果。執委會並未說明在此情形下，是否需要界定相關市場，僅認為判斷目的性

限制競爭，必須考慮不同之因素，包括相關事業在「市場上」實際的行動
41
。

然此處係強調判斷因素之多元性與真實性，並非為了判斷系爭行為對於市場之

影響。因此，從執委會的觀點出發，焦點偏向於放置在判斷該行為類別是否被

歸類在「目的性限制競爭」之類別，一旦被歸類於此，幾乎直觀的被視為違反

TFEU Art. 101(1)，而不在意是否對於行為本身進行更細緻之分析。
但若參考執委會過去之決定，會發現其推論方式並不一致。對於即使

有可能被歸類為「目的性限制競爭」之行為，例如約定價格協議，如其在

MasterCard案42
中所謂之判斷。儘管本案最後由於執委會認為系爭行為確實造

成影響市場競爭的效果，可被歸類為「效果性限制競爭」而無需就系爭行為是

否為目的性限制競爭進一步說明，但執委會並非先就其協議性質進行分析，而

是先界定相關市場
43
，再討論其是否為「目的性限制競爭」。此等論述方法與

執委會於限制競爭例外處理原則中的方法並不相同。

而在2013年涉及專利相關協議Lundbeck案44
中，執委會認定丹麥藥廠

Lundbeck與其他數間學名藥廠達成之不競爭協議違反TFEU Art. 101(1)。執委會

38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24; 
See also Joined Cases T-374/94 and others, European Night Services, 1998.

39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27.
40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25.
41 Supra note 19.
42 Commission decision COMP/34.579--MasterCard, 19 December 2007.
43 Ibid, p.77-96.
44 Commission decision COMP/392260--Lundbeck, 19 Jun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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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決定中並未特別就相關市場說明，僅在檢視各個協議是否為「目的性限制競

爭」之行為時，帶入如「Merck 同意協議以確保在特定時間內不與Ludbeck於
協議所涵蓋之EEA市場內競爭」之認定45

。在2014年另一涉及專利相關協議之
Servier 案46

中，執委會認定法國製藥公司Servier集團與5家學名藥廠針對Servier 
暢銷藥品perindopril所為之協議行為，同時違反TFEU Art. 101(1)限制競爭與
TFEU Art. 101(2)濫用市場優勢地位。執委會引用歐洲法院佐審官(Advocate 
General)於Irish Beef(BIDS)案47

中之說明，認為被歸類為「目的性限制競爭」

之行為，並不以訂定「明顯限制競爭」(obviously restrict competition)之協議為
限。儘管Servier案之協議並非傳統上認為的核心卡特爾，仍因為學名藥廠與
Servier為潛在競爭者，且學名藥廠同意於協議期間不進入一個或多個歐盟市場
而取得回饋，認定該行為係「目的性限制競爭」。在此段討論中，執委會僅於

判斷Servier 與學名藥廠是否為潛在競爭者時，極為輕描淡寫的提到一句「在協
議簽訂期間，EU perindopril市場之開放性」和歐洲法院另一案不能相提並論。
似乎可看出執委會所認定之產品市場。而後在對於濫用市場地位進行判斷時，

執委會始正式討論本案之產品市場與技術市場
48
。 

綜上所述，對於「目的性限制競爭」之行為，原則上執委會並非認為無需

市場界定，而是直觀的認為既然該行為本質上有害競爭，重點應放在判斷該行

為之性質，而非其效果。在此階段市場界定乃一當然假設，隱藏在協議之整體

背景考量下。若系爭行為無法構成「目的性限制競爭」，至下一階段始需要對

市場進行完整分析。且由於「目的性限制競爭」與「效果性限制競爭」為二擇

一
49
，執委會也可以逕自就後者在先行市場界定之前提下，進行判斷。

2. 歐洲法院觀點
儘管執委會多引用歐洲法院見解，但事實上歐洲法院近幾年對於「目的性

限制競爭」轉趨保守，也就是從直觀式的認為其違反TFEU Art. 101(1)，到必須
45 ibid, para. 869.
46 Commission decision COMP/39612--Servier, 09 July 2014.
47 Opinion of Advocate-General Trstenjak delivered on 4 September 2008 in Judgment in 

C-209/07, Beef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Barry Brothers v. Comission, 20 November 
2008, para. 47-48.

48 關於專利協議的問題，可參考許曉芬，從歐洲醫藥產業看智慧財產權與競爭法之
交錯，萬國法律，203期，2015年5月，頁29-41。

49 C-209/07, Beef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Barry Brothers v. Commission, 20 November 
2008 para. 15-16. 從TFEU Art. 101(1)條文觀之，其連結詞亦為「以妨礙、限制或扭
曲歐盟共同市場競爭為效果『或』目的之決議、協議或一致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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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更細緻的分析。在前述2008年BIDS案或2009年T-Mobile 案50
中，法院雖然仍

強調評估「目的性限制競爭」行為時，無需考量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中實
際限制競爭之效果，但已於判決中強調必須將「經濟與法律」背景納入考慮

51
。

2013 年歐洲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 of European Union)Fresh Del Monte案52

進一步就雙方提出關於相關市場、市場支配力及法規與經濟之論證進行詳盡調

查與分析，其目的在於決定是否系爭行為具有約定價格之目的。

而同年Allianz一案53
，歐洲法院更是清楚指出，區分目的性競爭和效果性

競爭之緣故，在於某些事業間之聯合行為本質即會傷害正常競爭功能。為了

判斷是否該當於目的性競爭，必須就「條款之內容、目的及其經濟與法律之背

景」
54
進行檢視。在考慮該背景時，「商品或服務之性質以及系爭市場架構與

功能真實情況，也需要納入考量」
55
。

本案關於Allianz與Generali兩家保險公司與數家汽車維修廠、經銷商及經
銷商公會簽訂針對受保汽車維修價錢及其他條件之協議。根據這些預先訂定之

條件與費率，維修廠可以快速的替因意外送修的受保汽車服務。2004到2005
年間，Allianz和經銷商公會GEMOSZ簽訂協議，約定汽車維修的每小時工資
會根據經銷商銷售汽車保險的數量而調漲。Generali 雖未與GEMOSZ簽訂書面
協議，但亦提供同樣的銷售誘因。匈牙利競爭主管機關認為此一系列合意「目

的」即為限制汽車保險市場及汽車維修市場的競爭，但由於對歐盟會員國間之

交易並無影響，因此僅違反內國競爭法而不及於歐盟競爭法。本案最後上訴到

匈牙利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向歐洲法院提起先決裁決(preliminary decision)，請
求解釋此類雙邊協議是否屬於TFEU Art. 101(1)目的性限制競爭。
歐洲法院首先解釋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基於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及內部市場調和，內國競爭法主管機關與法院與歐盟
層級關係密切，歐洲法院有權調和內國法院對競爭法之見解，特別是匈牙利競

爭法規範與歐盟如出一轍。因此本案雖並非直接適用TFEU Art. 101(1)，但歐洲

50 C-8/08, T-Mobile Netherlands BV v Raad van bestuur van de Nederlandse 
Mededingingsautoriteit, 4 June 2009, para. 29; C-209/07 BIDS, para. 29.

51 Supra note 45, para 50.
52 T-587/08 Fresh Del Monte v. Commission, 14 March 2013.
53 C-32/11, Allianz Hungária Biztosító Zrt and Others v Gazdasági Versenyhivatal, 14 

March 2013.
54 ibid, para 35.
55 ibid, para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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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有權進行解釋。

其次歐洲法院指出，此類將銷售保險與維修費率兩種獨立且不同種類服務

連結之協議，並不會當然構成目的性之限制競爭，但卻是衡量其是否傷害正常

市場競爭功能的重要指標。此外，必須考慮此等協議，影響所及並非一個而是

兩個市場，也就是「汽車保險市場」及「維修服務市場」
56
。特別是就汽車保

險市場而論，不能排除透過此類協議，Allianz與Generali有藉此擴大市占率之
意圖。因此若兩家保險公司之間有目的為分割市場的水平聯合協議或一致性行

為，則極有可能構成「目的性限制競爭」。而本案佐審官亦在其意見中，分別

就該等協議對「汽車保險市場」及「維修服務市場」兩者之影響進行分析。

至此，歐洲法院已然確定即便是在目的性限制競爭之情形下，亦必須界定

市場。歐洲法院更進一步指出，為了確定此類行為是否有排除或嚴重弱化市場

競爭，內國法院必須就市場結構、替代之產銷管道及其重要性與市場支配力進

行檢視。

由此一發展可見，歐洲法院對於「目的性限制競爭」之要件轉趨保守，以

避免執委會過度擴張適用。此外，若根據其文字認為有可能是「目的性限制競

爭」之行為，仍必須細緻分析其可能對市場競爭的傷害，此時即隱含了對相關

市場考量。因此不論是「目的性限制競爭」或是「效果性限制競爭」行為，都

應認為需市場界定。

三、聯合行為與市場效果

(一) 市場效果判斷
根據執委會之見解，若認定一行為之「目的」即為限制競爭，則無需證明

其對於市場競爭確實之影響，而可認為系爭行為違反TFEU101(1)。此等假設
是建構在該行為之嚴重本質，及經驗顯示此等目的即為限制競爭之行為可能

(likely)會造成市場負面的影響57
。然而歐洲法院又指出，必須要有「足以傷害

競爭」之程度。因此，TFEU Art. 101(1)應如何判斷市場效果？特別是在可能視
為「目的性限制競爭」行為的情形下，是否需要證明市場效果或證明到何種程

度，就是本文以下聚焦探討的問題。

1. 莫衷一是的市場效果判斷
歐盟執委會的態度對市場效果判斷相對清楚。若是「目的性限制競爭」，

56 ibid, para 42.
57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81(3) of the Treaty (2004/C 101/08), par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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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需考量市場效果。但若是「效果性限制競爭」，則必須進行完整市場分析

以判斷市場效果。如僅是市占率超過微量原則之上限，或基於系爭雙方市占率

不得適用豁免原則之情形，並不足以構成「效果性限制競爭」，必須逐案評估

系爭行為所可能造成之可察覺影響，始得該當。

具體判斷之方式，需注意下列3點。首先，不僅是考慮現時之效果，潛在
之效果也應納入考慮。第二，效果必須足以影響到市場競爭參數，例如價格、

產出、品質或創新等
58
。若是該行為足以影響系爭事業決策之獨立性，且該影

響是基於系爭行為所要求之義務，或透過該行為造成誘因的改變，如此都可視

為滿足可察覺影響要件。在相關市場中，可能造成限制性效果之行為，大致上

可包含如價格提高，減少產能，商品品質、種類與創新之聯合等。第三，評估

一水平聯合協議其是否該當TFEU Art. 101(1)，應將評估時的現況（有協議的情
形）和沒有該協議時的假設現況進行比較，也就是所謂的反向推論。因此，為

了證明實際或確實限制競爭之效果，必須將競爭者間及競爭者與第三人間之競

爭情形納入考量，特別是那些若沒有系爭協議存在而有可能產生的潛在或實際

競爭者。

歐洲法院早在Société Technique Minière 案，第一次提出「足以有害理論」
(sufficiently deleterious)。該判決將效果的判斷區分為兩部分，首先需檢視限制
協議行為之全部或一部是否會對競爭帶來「足以有害」的影響，若無法直接

判斷，則必須針對行為之結果，分析是否會使市場競爭受到妨礙、限制或扭

曲
59
。但差不多同時間的Consten & Grundig案60

，則認為只要該行為有「顯露」

(appear)其「目的」為限制競爭，無須考慮任何具體效果。較近期之Pierre Fabre 
案

61
，則又認為必須等到「確認」(established)其「目的」為限制競爭，才無需

檢視效果。2013年之Allianz案則是提出，在「目的性限制競爭」的情形下，僅
需證明對競爭之潛在影響即足，也就是是否傷害「正常市場競爭之功能」

62
。

至於影響程度，僅是用以決定其後罰鍰或損害賠償之金額。若其合意內容並未

輕易看出是否足以有害競爭之情形，始需進一步全盤具體檢視是否有妨礙、限

58 Guidelines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10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horizontal co-operation agreements (2011/c 11/01), para 27.

59 C-56/65, Société Technique Minière (L.T.M.) v Maschinenbau Ulm GmbH (M.B.U.), 30 
June 1966, , para 249.

60 Joint Cases C-56/64 and other, Consten & Grundig v. Commission, 13 July 1966, p.342.
61 C-439/09, Pierre Fabre Dermo-Cosmétique v. Commission, 13 October 2011, para. 34.
62 C-32/11, supra note 50, para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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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扭曲歐盟共同市場競爭的效果。

因此，似乎可以看出，近年來歐洲法院在市場效果的評估上，區分成兩個

層級。若是聯合行為之目的本身即是限制競爭，僅需達到「足以有害市場競

爭」之輕度標準即可。但若無法直接判斷行為之目的，或「足以有害市場競

爭」標準無法輕易判別，則對市場競爭的影響就必須達到「具體效果」標準。

2. 歐洲法院Cartes Bancaires案之啟發
2014年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 (CB)案63

為一指標性案件。CB group 
由法國主要銀行所組成，用以管理不同銀行間支付及提款系統，CB group 則要
求發卡銀行負擔特定費用，例如針對發卡不活躍的會員收取額外費用。2007年
執委會認為CB group 針對新成員費用相關之措施會使銀行卡費用偏高，不但對
後進者會形成進入障礙，也維持了主要會員的利益，因此同時滿足「目的性限

制競爭」與「效果性限制競爭」，且不符合豁免例外，違反Art. 101(1)64
。特別

一提者，執委會在於本案如同前述MasterCard案一般，判斷系爭行為是目的性
或效果性限制競爭之前，先就相關市場進行分析，確認產品市場為銀行卡支付

市場，而地理市場則為法國。CB向歐盟普通法院提起訴訟。2012年普通法院
認為執委會有理由，此類價格措施之目的即在限制競爭，因此無需進一步檢視

系爭措施是否會造成競爭市場之影響
65
。

歐洲法院首先指謫普通法院不應完全仰賴執委會對於本案評估，而以此躲

避自己應深入為之的法律與事實分析，特別是不應過度跟隨執委會對具有經濟

本質法律事務之見解
66
。其次認為普通法院錯誤適用「目的性限制競爭」之要

件，也就是未檢視系爭行為是否顯示「足以傷害競爭」之程度
67
。誠然CB所提

出之措施有可能造成障礙，但也是為了避免部分銀行搭便車之行為，使得整體

支付體系受到不利影響
68
。「目的性限制競爭」，特別是如約定價格之核心卡

特爾，之所以無需證明具體對於競爭影響之實際效果，在於根據經驗顯示，

此類行為通常對價格、商品服務之品質或數量都會有負面影響，並傷害資源分

配。還若要求證明此類行為對市場競爭影響之確實效果，似乎顯得多餘
69
。反

63 C-67/13P , 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 v. Commission, 11, September 2014.
64 Commission decision COMP/D1/38606—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 “CB”.
65 Affaire T-491/07, 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 v. Commission, 29 November 2012.
66 Supra note 60, para. 46.
67 Supra note 60, para. 57.
68 ibid, para 75.
69 ibid, para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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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不是這類達到一定足以傷害競爭程度之行為，則必須證明其影響之確實

效果
70
。

而普通法院認為「目的性限制競爭」要件應該限縮解釋之想法更是錯誤。

歐洲法院清楚指出，「『目的性限制競爭』應僅適用於特定型態，且具備足以

傷害競爭程度之事業間聯合行為。若非如此，執委會將免除系爭行為實際影響

市場之舉證責任」
71
。於此，本案佐審官甚至更明白的指出，判斷一行為是否符

合「目的性限制競爭」要件，必須是從經驗與經濟之角度，「能夠明顯辨別與

證明其有害特質者。而不是該行為具有多重效果或輔助效果為限制競爭者」
72
。

此外，歐洲法院認為普通法院對於市場界定之認定是有誤的。此處市場應

是指整個支付系統，而非僅限於銀行卡支付系統
73
。是故，以現有的證據與陳

述，歐洲法院認為沒辦法肯認系爭行為符合「目的性限制競爭」要件，特別是

普通法院無法舉出系爭行為為何有可能造成市場上負面影響，因此發回普通法

院就系爭行為之效果重審
74
。最後普通法院基於歐洲法院之見解，在拒絕執委

會限制CB未來不得為相同或類似性質約定之情形下，駁回多數CB的主張，認
為其措施確實具有影響市場競爭之效果，為效果性限制競爭

75
。

(二) 微量原則
構成TFEU Art. 101(1)之例外，除了前述基於TFEU Art. 101(3)促進產品製

造與配銷、技術及經濟進步，同時給予消費者合理比例利益之原因外，系爭行

為妨礙會員國貿易之情形，若是未達到可察覺之情形，亦可豁免。由於歐洲

法院向來於判決中強調此點，執委會於2001年首次針對此一原則訂定「不適
用TFEU Art. 101(1)之影響較小協議注意事項」（Notice on agreement of minor 
importance which do not appreciably restrict competition under Article 101(1)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De Minimis Notice，微量原則注
意事項）

76
，針對實際或潛在競爭者間相關市場占有率合計小於5%，及非競爭

70 ibid, para 52.
71 Supra note 60, para. 58.
72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WAHL, C-67/13P , 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 v. 

Commission, 27 March 2014, para. 56.
73 Supra note 60, para. 76.
74 Supra note 60, para. 99.
75 T-491/07 RENV, Groupement des cartes bancaires v. Commission, 30 June 2016.
76 另可參考執委會2014年公佈，2015年6月修正之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Guidance on restrictions of competition “by object” for the purpose of defining which 
agreements may benefit from the De Minimis Notice. [C (2014)4136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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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間協議，市占率小於10%者不適用TFEU Art. 101(1)。透過此等原則之建
立，推定事業若是市占率在一定比例以下，其行為應不致足以影響市場秩序而

不構成聯合行為。

2014年，執委會基於兩個原因修正微量原則注意事項。首先由於歐洲法院
於2012年之Expedia 案揭示若協議的目的即為限制競爭，則不論市占率如何，
皆不能適用微量原則。此點明確排除了如核心卡特爾之類的行為，市占率即便

低於一定比例，亦不能透過微量原則排除。但原則上仍有可能適用TFEU Art. 
101(3)。
其次是為了與其他2001年後發布之相關處理原則與注意事項調和，因而於

2014年8月30日公佈了新版微量原則注意事項。和2001年版本相較，2014年版
的主要不同處有下列幾點：

首先，2014年微量原則注意事項將市占率提高至針對實際或潛在競爭者間
相關市場占有率合計小於10%，及非競爭事業間協議，市占率小於15%者不適
用TFEU Art. 101(1)。其次，不同供應商或經銷商間銷售商品或服務的類似協議
會在市場上產生累計效果者，新增倘其市占率小於5%，該等協議對市場競爭
不具實質影響。第三，一致化不適用微量原則之行為。除了規定在其他處理原

則、注意事項或未來可能產生之集體豁免中的核心限制競爭行為，執委會列出

3項行為，包括約定售出價格、限制產能、銷售及分配市場或消費者，皆不適
用微量原則。第四，中小企業間之協議原則上皆適用微量原則。

微量原則和TFEU Art. 101(3)例外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僅是因為對於競爭
之影響微小，而非像豁免例外之案件對於整體競爭有所貢獻，因此不論是執委

會或是法國實務見解
77
皆認為微量原則不具拘束力。而執委會在其微量原則注

意事項中亦指出，該通知不得拘束司法判決及各國競爭委員會，需由法院及各

國競爭委員會就個案判定是否援用微量原則，使其脫離聯合行為之認定。

法國受到歐盟影響，亦於法國商業法第L.464-6-1中規定微量原則。儘管基
本規範如出一轍，有兩點是法國與歐盟不同之處。首先，適用公共採購法之契

約，因其性質影響經濟甚鉅，不適用微量原則。此外，針對垂直聯合的獨家交

易安排之情形，法國商事法典第L.464-6-1亦未有不罰之規定。
補充說明者為，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此原則之用詞為「微小不罰」，對

於聯合行為微小不罰之認定標準係於相關市場之市占率總和未達百分之十者，

77 CA Paris, 23 févr .2010 Sté Expedia ; RG No 2009/05544, Pierre Arhel, Entente, 
Répetoire de droit commercial, janvier 2015, n°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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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不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但微量原則應該是作

為判斷是否落入聯合行為規範之範圍，而非處罰之評量。因此本文認為為避免

爭議，似乎使用「微量原則」較能呈現此一原則之原始意涵及目的。

四、結論

如同前述，我國公平交易法第14條規定判斷聯合行為之最重要要件之一，
就是必須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關於如何判斷足

以影響市場功能，學說及實務上已有相當討論
78
。不論是從經濟學角度之市場

占有率或參與人數檢視，或是從法律角度之具體危險說或抽象危險說作為依

據，都會影響最後是否成立聯合行為之判斷。但在我國實務操作上，由於法規

限制，無論何種態樣之聯合行為，理論上皆需進行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判斷，

而並非如美國認為聯合行為本質上違法(per se illegal)，或是如歐洲區分目的性
與效果性限制競爭，而有不同判斷方式。一方面造成主管機關之負擔，另一方

面也使得在部份案例中，市場界定與市場效果判斷徒具形式，而非實質上進行

詳細之分析。

歐盟法院判決在過去幾年針對此一議題非常活躍。特別是過往較少討論的

「目的性限制競爭」，也就是何種行為會因為被認為有妨礙、限制或扭曲歐盟

共同市場競爭之目的，及被TFEU Art. 101(1)所禁止。而根據目前執委會的概
念，若一行為被定義為「目的性限制競爭」，可能會有3種效果。首先，由於
其目的即為限制競爭，因此幾乎直觀的被視為違反TFEU Art. 101(1)。其次，
幾乎沒有適用TFEU Art. 101(3)之餘地（在集體豁免中更是直接排除適用核心卡
特爾），也無法適用微量原則。最後，若是經執委會或是內國主管機關調查確

認，通常會被課以高額罰鍰。

由於此類行為大幅減少競爭法主管機關執委會之行政調查與舉證負擔，

近年來執委會裁罰多以此一類型為基礎。但如同歐洲法院佐審官在CB案中所
言，「不受控制的擴張『目的性限制競爭』行為之範圍，對於證據與舉證責任

原則之維持，是相當危險的」
79
。因此歐洲法院嘗試於個案中，詳細分析應如

何判斷違法之聯合行為必須對市場有一定影響，而該影響應至何種程度，殊值

我國對於判斷「足以影響」之參考。

然而，歐洲法院與執委會的不同見解，甚至歐洲法院自己判決中之歧異，

78 汪渡村，公平交易法，五南出版社，頁99以下。
79 Supra note 69, para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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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法確定性的維持、可預測性及整體產業經濟狀況，未必有利。而內國法院

也因為各國特殊社會產業結構，有時也會和歐洲法院有見解不同之處。在越來

越強勢的執委會帶領下，歐洲競爭法其後之發展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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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與談人：黃銘傑（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我國公平法聯合行為的制度設計，採原則違法、例外許可，亦即無論卡特

爾是好是壞，均屬當然違法，除非事業事前向公平會申請許可。而此項規範是

否合理，我們可否從「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要

件之解釋，達成外國法針對惡質卡特爾採當然違法，而其他卡特爾違法性之判

斷，則採取合理原則之方式，解決許可卡特爾以外之聯合行為，縱使其占有率

已達到相當於一般所認為「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之程度，但考量其對於競爭之正面影響，亦可認定其屬合法行為。此際，傳統

的微小不罰之原則，並無法解決此一問題，蓋當現行公平法對於市場影響程度

需達到「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程度時，方得認

定其違法；則所謂市場占有率5%、10%之微小不罰門檻，根本無法認定其有
「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可能。此一認知，對照

於現行公平法第20條的對市場影響效果之「限制競爭之虞」要件，更為明顯。
「限制競爭之虞」是一種危險性，因系爭行為的實施，市場競爭實際上並未受

到限制，而是有此可能性、蓋然性，更不可能達到聯合行為規範所要求「足以

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市場效果要件。公平會實務運

作對於「限制競爭之虞」的解釋與適用，以系爭事業擁有10%以上的市場占有
率為前提，超過此一市占率門檻後，在就系爭行為的促進競爭效果、限制競爭

效果等各種因素通盤考量後，再認定其違反有無。若此，則「足以影響生產、

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要件所要求之市場占有率，理當遠遠高於

「限制競爭之虞」的10%之市占率，同時亦遠高於微小不罰之5%或10%的市占
率。在我國公平法聯合行為規範對於對市場影響效果的要求，明文規定為「足

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的情況下，微小不罰概念理當

在我國沒有適用空間，公平會不僅要放棄此一原則，同時就劉姿汝教授文章中

所批評的以系爭事業全部市場占有率僅有1.7%、5.4%，就可以認定其該當於聯
合行為構成要件，滿足「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之

市場影響，非常令人匪夷所思，更確信公平會的市場界定錯誤的相當離譜，其

經濟分析能力及經濟學基本概念的認知，都有必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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